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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印刷電路板為支撐電子零組件之載體，故向來有工業之母的美譽，我國

印電路板產業肇始於 1969 年，在過去 30 年間由於印刷電路板業者的努

力不懈，改進製程技術、提昇產品品質、強化管理，使電路板產業不但

是我國重要零組件產業之一，也成功的將台灣電路板產業帶上國際舞

台。 目前我國印刷電路板產業結構完整，產業競爭激烈，由於印刷電路

板產業屬於成熟期產業，又面臨環境快速變遷、生產技術提昇、資訊科

技高度發展等變化。本研究試圖從國家競爭優勢、產業結構分析與策略

理論著手，並採取產業分析與個案公司研究等方法，探索電路板廠商的

策略方向並檢視成熟期產業環境下競爭的內涵，促使業者在經營策略和



管理上能有深層的體會，並整理相關研究以供產業與個案公司做參考。 

本研究所獲致之結論如下︰ 1.我國印刷電路板產業符合成熟期產業之多

項特徵。此一現象與國外學 者所提出之成熟期產業之相關論述相符合，

適用於解釋我國的印刷電路板產業。 2.我國印刷電路板產業在策略上大

多採用錙銖必較的成本分析法則，企圖找出正確的成本並反映在定價上

面，著重於生產與相關流程的創新、選擇好的客戶並積極拉攏舊客戶，

轉戰海外市場--尤其是中國大陸市場來競爭。 3.我國印刷電路板產業需

注意之策略陷阱為公司自我認知與對產業的認知並未隨著實際狀況改

變、過度強調新產品而非努力改良並積極銷售舊產品、產能擴充過大導

致產能過剩。 4.印刷電路板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為︰低成本營運(營運效

率高、勞動力有效運用)、 產能調節能力、大規模採購提昇議價能力、

高品質服務與獨特技術建立差異化空間、良好的品質保證等。  

摘要

(英) 

PCB is used for supporting components of electronic products. PCB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mother of electronics industry.The industry of Printed Circuit 

Board in Taiwan since1969 and promoted the technique of manufacturing,made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better and strengthed th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Taiwan is successfully viewed on international stage by PCB 

Industry. Now Taiwan PCB industry have complete constructure,market is keen 

competition.Because Taiwan PCB industry belong to mature industry.It faces the 

fast variation of environment,the promotion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So the PCB industry confronts huge 

challenge on the corporate strategy and management.Base on Porter’s 

framework of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industry structure,this study 

adopt industry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to explore PCB manufacturer’s strategries 

and strategic logic undertaken by Taiwan PCB manufacturers in such a mature 

industry environment.Therefore,I wish I could more realize the corporate strategy 

about PCB industry by this reaearch,and arrange relative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to provide consultations on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for PCB firms. This 

study have below conclusions: 1.Taiwan PCB industry fit in with many characters 

of mature industry. This situation can meet the foreign scholar’s mature industry 

relative literatures. They can explain Taiwan PCB industry. 2.Taiwan PCB 

industry have tight cost analysis in their strategies. PCB manufacturer try to find 

out exactly cost and reflect in their price, they stress in production and innovate 

process, choice the good customers and take care their old customers, flight to 

foreign market(especially market of main land China). 3.Taiwan PCB industry 

need to pay attention in strategy traps: because of their self-identity in their 

corporations and industry,they don’t change for actual situation,over emphasize 

new product and not try to sell the old product actively, over expand capacity and 

have over capacity. 4.The key successful factors of Taiwan PCB industry: low 

operation cost (high operation efficiency & high manpower efficiency),ability of 

adjust capacity, mass purchase and enhance bargain power, high quality service 

and unique technology ,build up difference space, good quality 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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